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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百世

蔡日鼻
（深滬科任泉峰）

逝世於十一月十八日
現停柩設靈於II CAGAYAN VALEY 
RD MATIMBUBONG，SAN 
ILDEFONSO，BULACAN（本宅）
擇訂於十一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訃  告
王嘉獎

（晉江市金井鎮塘東西垵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九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01-GLADIOLUS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六日上午十時

施宏基
（石廈中份）

逝世於十一月二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二樓209號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

施能謙
（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七日
出殯於十一月廿八日上午八時卅分

黃呈翰
逝世於十一月廿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二樓二○八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六日上午十時

吳忠清捐菲律賓中國商會
納卯分會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商會納卯分會訊：本會常務指導員吳忠清先

生令先尊，吳府世捷老伯慟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五

時壽終于家鄉南安金淘吳阪本宅，享九十有三高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本會全體

同仁聞耗，深表哀悼！

吳忠清先生自幼秉承令先尊樂善好施，急公好義的美

德，熱心支持社會公益事業，尤為關心本會福利，特于守制

期間獻捐本會菲幣二十萬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

欽式，本會敬受之餘，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忠清捐進步黨總部福利
本納卯棉蘭佬支部名譽理事長吳忠清大哥令先尊吳世捷

義老伯父，慟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五時壽終于家鄉

南安金淘吳阪本宅，享壽九十有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忠清大哥自幼秉承令先尊樂善好施美德，歷來愛護支持

慈善事業，尤為關心本總部福利工作，特于守制期間獻捐本

總部菲幣十萬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在此

對忠清大哥表達尊敬欽佩和誠摯感謝。

吳忠清捐
菲華聯誼總會納卯分

菲華聯誼總會納卯分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吳忠清同志

令先尊吳府世捷老先生，慟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五

時壽終于家鄉南安金淘吳阪本宅，享九十有三高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全體聯誼

同仁深表哀悼！

忠清同志自幼秉承令先尊樂善好施美德，歷來愛護支

持聯誼事業，尤為關心本會福利工作，特于守制期間獻捐本

會菲幣十萬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致申謝忱。

吳忠清獻捐洪門致公黨
納卯支部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納卯支部訊：本支部名譽顧問吳

忠清大哥令先尊，吳府世捷老義伯，慟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二日下午五時，壽終于家鄉南安金淘吳阪本宅，享壽九十有

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

哀榮。全體支部昆仲聞耗深表哀悼！

吳忠清大哥自幼秉承令先尊樂善好施美德，忠心義氣，

急公好義，關心社會慈善福利，特于守制期間獻捐本支部菲

幣五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微信

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忠清獻捐福建總商會
納卯分會福利金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納卯分會訊：本會指導員吳忠清先生

令先尊，吳府世捷老先生，慟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

五時，壽終于家鄉南安金淘吳阪本宅，享壽九十有三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全

體同仁聞耗深表哀悼！

吳忠清先生自幼秉承令先尊樂善好施，急公好義美德，

關心社會慈善福利，特于守制期間獻捐本會菲幣五萬元，充

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微信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吳忠清獻捐洪門進步黨
棉蘭佬支部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洪門進步黨棉蘭佬支部訊：本會諮詢委員

暨常務理事吳忠清大哥令先尊，吳府世捷老義伯，慟于二

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五時，壽終于家鄉南安金淘吳阪本

宅，享壽九十有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全體支部昆仲聞耗深表哀悼！

忠清大哥自幼秉承令先尊樂善好施美德，忠心義氣，急

公好義，關心支部福利事業，特于守制期間獻捐本支部菲幣

十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令人敬佩，殊堪欽式，

特藉微信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忠清捐讓德吳氏總會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常務顧問，亦即

讓德納卯分會名譽理事長忠清宗長令先尊家世捷宗老先生，

於二○二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五時，壽終正寢於家鄉本宅，

享年六十有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飾終令典，出殯

之日，極盡哀榮。

家常務顧問忠清宗長幼承庭訓，孝思純篤，樂善好施，

尤特關顧愛護族親，守制期間，仍特捐本總會壹拾萬披索，

設立“吳世捷陳梅英夫婦福利基金”，將惠益莘莘族生，仁

風義舉，謹藉報端表揚，慈善典範，並申謝忱。

吳忠清獻捐菲律賓南安同鄉總會
棉蘭佬分會福利金

菲律賓南安同鄉總會棉蘭佬分會訊：本會創會會長兼

指導員吳忠清鄉賢令先尊，吳府世捷老先生，慟于二零二二

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五時壽終于家鄉南安金淘吳阪本宅，享年

九十有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

車，極盡哀榮。本會全體鄉親聞耗，深表哀悼！

吳忠清鄉賢幼承庭訓，繼承其先尊樂善好施美德，歷來

愛護支持本會，尤為關心本會福利工作，特于守制期間獻捐

本會菲幣十萬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

報端，致申謝忱。

蔡明豐特捐商總
農村校舍一座

菲華商聯總會訊: 本會中呂宋區常務理事蔡明豐令先尊

蔡新國老先生，不幸于2022年11月2日凌晨辭世，壽終正寢，

享壽80歲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飾終令典，極盡哀

榮。

蔡明豐常務理事事親至孝，秉承令先尊樂善好施美德，

歷來熱心本會會務和所從事各種社會公益和福利事業，出錢

出力，慷慨解囊，尤其對主流社會弱勢群體教育狀況，更是

關懷備至。

守制期間，不忘善舉，特以其主有企業Mew Industrial 

Sales Corp.名義，獻捐本會農村校舍一座，造福基層社會草

根民眾莘莘學子。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蔡明豐捐致公黨
中呂宋支部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中宋支部訊：二O二二年十一月

二日 突傳惡耗蔡常務委員新國大哥不幸辭世. 生前熱愛洪門,   

無論對菲華社會、 家鄉建設,尤其對本支部貢獻良多,德高望

重, 僑社稱譽, 更深得全體昆仲讚譽, 無不深表哀掉.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海內外親朋摯友、華社各團體代表排成

長隊參加送殯紈紼.

蔡名譽主席明豐大哥、蔡常務委員明和大哥、 蔡調解主

任明熙大哥,熱心本支部公益事業, 樂善好施. 秉承上善, 遵照

遺訓。

在守制期間,  不忘慈善事業, 特捐本支部拾萬菲幣, 充作

福利金. 仁風義舉, 殊堪楷模, 特籍報端, 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郭振東家屬捐
後溪同鄉會福利              

旅菲晉江後溪同鄉會訊 : 本會常務顧問郭振東鄉賢，亦

即本會理事長郭崢嶸鄉賢令尊，不幸于二0二二年十月二十七

日夜十時五十五分，壽終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一百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

榮。      

郭理事長崢嶸鄉賢幼承嚴訓，孝思純篤，秉承先人生前

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之美德，于守制期間，悲痛之餘，不忘

鄉會公益，特獻捐菲幣十萬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儀舉，殊

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洪健雄（英華）慨捐
英林洪氏總會教育基金

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本會家文教主任健雄宗長暨

賢昆玉令尊，洪府君諱維新宗老先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溪

后中堡村——英華），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壽

終正寢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越十一月六日（農曆十月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家文教主任健雄宗長平素熱心公益，關心宗族文教福

利，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

餘，猶不忘對本會青少年學子之培植，慨捐菲幣壹拾萬元，

設立『洪健雄宗長獎助學教育基金』，藉以嘉惠本會囊螢映

雪、發憤苦讀之莘莘學子，獎掖後進，功在宗族千秋萬代。

義舉仁風，殊堪景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洪健雄（英華）慨捐
六桂堂總會教育基金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 本會洪獎懲主任健雄宗長暨

賢昆玉令尊，洪府君諱維新宗老先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溪

后中堡村——英華），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壽

終正寢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

深！越十一月六日（農曆十月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洪獎懲主任健雄宗長平素熱心公益，關心六桂宗族文

教福利，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

傷之餘，猶不忘對六桂青少年學子之培植，慨捐菲幣壹拾萬

元，設立『洪健雄宗長獎助學教育基金』，藉以嘉惠本會囊

螢映雪、發憤苦讀之莘莘學子，獎掖後進，功在六桂宗族千

秋萬代。義舉仁風，殊堪景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洪健雄（英華）慨捐
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福利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洪保管主任健雄善友

暨賢昆玉令尊，洪府君諱維新

老先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溪

后中堡村——英華），不幸於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壽

終正寢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

有五高齡。老成凋謝，惋悼同

深！越十一月六日（農曆十月

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殯禮之

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洪保管主任健雄善友平素

熱心公益，僑社慈善福利，虔

誠護持，且為人急公好義，樂

善好施！雖於守制期間，悲慟

哀傷之餘，猶不忘本會之公益

福利，特慨捐菲幣伍萬元，充

作本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

風善舉，殊足欽式！本會敬領

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施純程丁憂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

商會訊：本會施名譽主席純程

學長令先尊施能謙老先生（石

獅 市 曾 坑 社 區 霞 露 村 ） 耄 耋

嵩齡，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

同深。現設靈於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舊房布店祖廳。擇訂

十一月二十八日【壬寅年十一月初五日】（星期一）上午八

時三十分移柩本里燈光球場舉行公祭追思儀式，旋後出殯荼

毗石獅市永久墓園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

悼,以盡窗誼。

施純程丁憂
菲律賓福建青年聯合會訊：本會榮譽會長施純程先生

令尊施府能謙老伯父（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耄耋嵩齡，

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

現設靈于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舊房布店祖廳，擇訂十一月

二十八日【壬寅年十一月初五日】（星期一）上午八時三十

分移柩本裡燈光球場舉行公祭追思儀式，旋後出殯荼毗石獅

市永久墓園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

悼,以盡會誼。

黃溫兒丁憂
菲律濱中正學院大學部校友聯誼會訊：本會經濟組主

任黃溫兒校友令尊黃呈翰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廿一日上午六時廿二分壽終於光坦紀念醫院，享壽七十有六

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

聖國殯儀館二樓二○八靈堂。擇訂於二十一月廿六日〔星期

六〕上午十時火化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以

表哀悼，而盡會誼。

 施純賢施純程丁憂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副理事長施純程、理事施純賢暨

賢昆玉令尊施能謙老先生(原籍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以耄

耋嵩齡，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四高齡，哲人安仰，老

成凋謝，哀悼同深！現設靈於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舊房布

店祖廳，擇訂十一月二十八日，即農曆壬寅年十一月初五日

(星期一)上午八時三十分移柩本里燈光球場，舉行公祭追思儀

式，旋後出殯荼毗於石獅市永久墓園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飾終令典

事宜將持續跟進，委派人員協助，藉表緬懷軫悼，而盡宗族

情誼！

施純程、純賢丁憂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施純程副主席、施純賢常務理

事令尊施府君諱能謙老伯父（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不幸

於十一月十六日，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四高齡。哲人

其萎，軫悼同深。施純程副主席、純賢常委孝思純篤，聞耗

即遵禮成服，擇機返鄉奔喪。現設靈於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

村舊房布店祖廳，擇訂十一月二十八日【壬寅年十一月初五

日】（星期一）上午八時三十分移柩本里燈光球場舉行公祭

追思儀式，旋後出殯荼毗石獅市永久墓園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巳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輓

花圈，藉表哀悼，以盡會誼。

施純程丁憂
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訊：本會施常務委員純程

（石光中學）令先尊施能謙老先生（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

村）耄耋嵩齡，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

謝，軫悼同深。現設靈于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舊房布店祖

廳。擇訂十一月二十八日【壬寅年十一月初五日】（星期

一）上午八時三十分移柩本裡燈光球場舉行公祭追思儀式，

旋後出殯荼毗石獅市永久墓園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

悼,以盡窗誼。

施純賢純程丁憂

菲律賓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大岷北區分團訊：本分團

榮譽顧問施純賢大哥、施純程大哥令尊施能謙義老伯父不幸

于十一月十吉日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四高齡。現設靈

于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舊房布店祖廳，擇訂十一月二十八

日（星期一）上午八時三十分移柩本裡燈光球場舉行公祭追

思儀式，旋後出殯荼毗石獅市永久墓園火化場。

本分團聞耗，經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願義老伯

父一路好走！

施純賢、純程丁憂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本總團理事長施純賢

大哥、副理事長施純程大哥賢昆仲令尊施能謙義老伯父，不

幸於二○二二年十一月十吉日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四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石獅市曾坑社區

霞露村舊房布店祖廳。擇訂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上

午八時三十分移柩本里燈光球場舉行公祭追思儀式，旋後出

殯荼毗石獅市永久墓園火化場。

本總團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以節哀順變，並持

禮節敬輓花圈，以表哀思，而盡蘭誼。

王嘉獎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王嘉獎先生（晉江市金井鎮塘東

西垵村）亦即王威杭令尊，即蔡翠珊令夫君。不幸於二○

二二年十月十九日，急逝於計順省，得年三十六齡。英才頓

失，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1-GLADIOLUS靈堂。擇訂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上午十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施純程丁憂
晉江市永和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訊：本會名譽顧問施純程

學長令先尊——施能謙老伯父（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耄

耋嵩齡，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

悼同深。現設靈於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舊房布店祖廳。擇

訂十一月二十八日（壬寅年十一月初五日）（星期一）上午

八時三十分移柩本里燈光球場舉行公祭追思儀式，旋後出殯

荼毗石獅市永久墓園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並

致敬花圈表示哀悼。施純程學長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恆，

敬祈以情制禮，節哀順變。

施純賢純程丁憂
旅菲石獅金曾同鄉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施純賢、副理

事長施純程暨施純景、純向、棉棉賢昆玉令先尊——施能謙

老伯父（石獅市曾坑社區霞露村）耄耋嵩齡，壽終正寢。享

壽積閏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石獅

市曾坑社區霞露村舊房布店祖廳。擇訂十一月二十八日（壬

寅年十一月初五日）（星期一）上午八時三十分移柩本里燈

光球場舉行公祭追思儀式，旋後出殯荼毗石獅市永久墓園火

化場。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並

襄理飾終事宜。其哲嗣賢昆玉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恆，敬

祈以情制禮，望陽眷屬人等節哀順變。


